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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2018-024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情况持续披露暨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因筹划重大事

项，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0564，股票简称：供销大集）自 2017 年 11 月 28 日上

午开市起停牌。经判断本次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自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相关停牌公告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28日发布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110）、2017年 12月 12

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117）、2017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127）、2018

年 1月 26日发布的《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2018 年 2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15）、2018 年 2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2）。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6 日、19 日、26 日、

2018 年 1 月 3 日、10 日、17 日、24 日、31 日、2 月 7 日、14 日、28 日披露了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7-112、113、119、126、2018-001、002、003、005、011、

013、019、023）。 

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经公司与现有

或部分潜在交易对方的积极沟通、协商，现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组进展及拟进行交

易的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进行持续披露。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拟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专业市场类资产和相关资产 

本次拟收购资产为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龙控股”）控制的专业

市场类资产和其他相关资产，可能涉及港龙控股内部资产整合及体系外资产置入。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小杰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物业管理；企业
营销策划；项目管理；实业投资；授托范围内的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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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停车场管理；授托范围内的商铺租赁、柜台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为 7位自然人，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为自然人蔡家露。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3）主要财务指标 

本次拟收购资产为港龙控股控制的专业市场类资产和其他相关资产，可能涉及港

龙控股内部资产整合及体系外资产置入。鉴于目前内部整合及资产置入方案正在推进

中，尚未最终完成，因此暂时无法就最终拟购买资产编制模拟合并财务报表。 

（4）交易金额范围 

鉴于目前内部整合及资产置入方案正在推进中，尚未最终完成，且相关业务及财

务情况仍需进一步核查，因此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暂时无法确定。 

2. 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产 

本次拟收购资产为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成股份”）旗下的合同

物流业务和物流城业务，将涉及远成股份内部资产重组，并可能涉及引入外部投资者。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注册资本 35,914.1553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黄远成 

经营范围 

道路普通货运；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 616 街坊 15/1 地块内
从事仓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货物的包装加工；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业务；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托运、仓储、中转、集
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报检、保险。物
流信息处理服务及物流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
咨询。物流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制作，销售自产产品。五金
交电、机电设备、电脑及配件的批发。（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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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黄远成。

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3）主要财务指标 

本次拟收购资产为远成股份旗下的合同物流业务和物流城业务，将涉及远成股份

内部资产整合，并可能涉及引入外部投资者。鉴于上述内部整合及引资事项正在推进

中，尚未最终完成，因此暂时无法就最终拟购买资产编制模拟合并财务报表。 

（4）交易金额范围 

鉴于目前内部重组及引资事项正在推进中，尚未最终完成，且相关业务及财务情

况仍需进一步核查，因此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暂时无法确定。 

3.北京众联享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众联享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52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杜兵 

经营范围 

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
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04月 11日）；技术开发、转让、
咨询、服务；软件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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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及辅助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北京众联享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408.43  5,140.73  

总负债 4,517.50  2,519.24  

所有者权益 2,890.93  2,621.49  

资产负债率（%） 60.98 49.01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427.33  3,012.79  

营业利润 212.20  -5,469.14  

利润总额 259.42  -5,469.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96.32  -5,220.21  

注：以上数据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市场公开信息 

（4）交易金额范围 

上述标的资产 100%股权作价约为 6.52亿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协商确定。 

4.北京科码先锋互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科码先锋互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3.88万元 

法定代表人 赵燚 

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维修计算机；技术咨询、开发、转让。（企业依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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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北京科码先锋互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赵燚等 5位自然人

股东及北京小码嗒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持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

自然人赵燚。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285.05  4,415.11  

总负债 1,378.05  1,192.96  

所有者权益 2,907.00  3,222.15  

资产负债率（%） 32.16 27.02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769.53  5,298.03  

营业利润 -317.56  649.62  

利润总额 -328.55  710.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15.15  696.19  

注：以上数据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市场公开信息 

（4）交易金额范围 

上述标的资产 100%股权作价约为 2.7 亿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协商确定。 

5.北京正安维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正安维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340.32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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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何浩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
训；技术推广；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经济贸易咨询；
承办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电脑动画设计；销售电子产品、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除
外）、机械设备、医疗器械 I类、通讯设备（需要审批的除
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北京正安维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控股股东，华璟、何浩、

吴文京为共同实际控制人。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9,920.93 3,912.72 

总负债 1,617.17  328.76 

所有者权益 8,303.76  3,583.96  

资产负债率（%） 16.30 8.40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805.39  1,845.38  

营业利润 -1,132.61  24.06  

利润总额 -937.90  334.7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832.03  316.47  

注：以上数据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市场公开信息 

（4）交易金额范围 

上述标的资产 100%股权作价约为 5 亿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协商确定。 

6.河北塔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专业市场类资产和相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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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河北塔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立辉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需专项审批的未经批准不得经营） 

（2）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河北塔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坛地产”）的

控股股东为河北塔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塔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由 74 位自

然人股东平均持有），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3）主要财务指标 

鉴于塔坛地产可能涉及引入外部投资者、债权转股权等其他事项正在推进中，尚

未最终完成，上述事项将对塔坛地产的财务情况构成较大影响，因此暂时无法提供准

确、有效的相关财务指标。 

（4）交易金额范围 

鉴于塔坛地产可能涉及引入外部投资者、债权转股权等其他事项正在推进中，尚

未最终完成，且相关业务及财务情况仍需进一步核查，因此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尚

未确定。 

7.其他拟交易标的资产 

其他现有或部分潜在交易对方的相关资产尚在沟通、协商中，公司将根据尽职调

查情况及与交易对方的商洽情况进行筛选，确定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符合重组资产

要求的资产。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正在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引资、增资

或收购的方式，协助现有或部分潜在交易对方解决其相关资产纳入重组标的资产范围

的相关问题，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进行具体披露。 

二、其他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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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与拟交易对方签署了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重组框架协议,系交易各方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达成的初步意向。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交易各方认可的具备证券从

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协商确定。本次重组的相关重组框

架协议的主要内容见公司 2018 年 2月 10日发布的《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

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组方案、交易

架构、标的资产范围、交易金额尚未最终确定，整体预计交易金额范围不低于 155

亿元，未来将根据尽职调查情况及与潜在交易对方的商洽情况进行相应调整，交易各

方将就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进一步磋商，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资产范围、定价，发

行股份或现金支付比例，发行股份价格及数量，相关业绩承诺、盈利补偿、股票锁定，

以及交易程序和审批等，并签署正式的交易文件。交易对方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与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

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同时，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公司股份将按照相关

法规进行股份锁定。 

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最终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预案或者报告书为准。 

三、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 




